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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答卷 借力发展全域旅游新模式 提炼总结方岩经验再出发

赫灵方岩为“小”城镇谋“大”蓝图重现“天生丽质”

水照镇容路连城，清风拂槛露华
浓。行走在方岩安置区内，你一定会
感叹方岩镇的喜人变化，交通变得秩
序井然了，墙上的牛皮癣清理掉了，乱
搭乱建拆除了，街边乱拉的电线不见
了，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变得
干净整洁了⋯⋯环境变了，业态变了，
村民生活也发生了大变样，在这儿生
活的人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真正成为了一项“民心
工程”，做到了百姓心坎儿里。

小城镇作为城与乡的“纽带”，一
头是华灯璀璨的城市中心区，一头是
小桥流水的美丽乡村，“打造旅游名
镇，建设大美方岩”，在抓牢两头的同
时，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也不能掉
队。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就
这样吹响了小城镇补短板、提品质的
攻坚冲锋号。

在这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战
役”中，方岩镇以“发展所需、责任所
系、群众所盼”为整治出发点，发扬方
岩征迁铁军精神，践行“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的新时代胡公精神，以“一加
强三整治”为重点，坚持“全民发动、全
民参与、全域整治、全面整治”，坚持专
项整治与区域整治齐推进，经过两年
半的努力，整治后的小城镇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重现“天生丽质”，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日前，方岩镇的整治成果也获得
了省、市考核组的充分肯定，以其绝对
的颜值与实力顺利通过了省级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考核验收，并被评为金
华市级样板镇。

借着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
东风，高质量的“变脸”持续在方岩全
域内悄然发生，开启“全域旅游”新模
式，赋予方岩镇以新的生机，成为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一道道别样的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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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期间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期间，，方岩镇以党委为主导方岩镇以党委为主导，，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群团组织的模范带头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群团组织的模范带头

作用作用，，党群同心党群同心、、干群合力干群合力，，全力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全力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治。。

连续连续33个多月来个多月来，“，“55++22”“”“白白++黑黑”“”“晴加雨晴加雨””的工作模式的工作模式

已成了常态化已成了常态化，，他们走进田间地头他们走进田间地头、、百姓家中百姓家中，，耐心讲解整耐心讲解整

治重要性治重要性，，村民也从最初的不配合村民也从最初的不配合、、不理解不理解，，逐步转变态逐步转变态

度度，，在和美的环境下在和美的环境下，，村民们也是幸福感满满村民们也是幸福感满满。。这一份工这一份工

作精神仍继续保持着作精神仍继续保持着，“，“那些离家较近的那些离家较近的，，来得早来得早、、下班迟下班迟，，

细枝末节也不放过细枝末节也不放过，，想方设法站好想方设法站好‘‘管理岗管理岗’。”’。”

期间期间，，方岩镇书记主任微信工作群里总是特别方岩镇书记主任微信工作群里总是特别““活活

跃跃”，”，一条条信息不停跳动一条条信息不停跳动，，仿佛村与村之间摆起了仿佛村与村之间摆起了““整治整治””

擂台赛擂台赛，，点开一看全是点开一看全是““前方战线前方战线””的最新情况的最新情况，，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线乱拉整改线乱拉整改、、补植绿化⋯⋯但凡是起到扮靓城镇整体形象补植绿化⋯⋯但凡是起到扮靓城镇整体形象

的工作的工作，，全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全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方岩镇在方岩镇，，随处可见忙碌的党员干部的身影随处可见忙碌的党员干部的身影，，他们总他们总

是想群众所想是想群众所想，，急工作之急急工作之急，，大到拆迁整改大到拆迁整改，，小到门口垃小到门口垃

圾圾，，都一往无前都一往无前，，积极冲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第一积极冲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第一

线线。。在和村民的沟通交流中在和村民的沟通交流中，，逐渐探索出一条以逐渐探索出一条以‘‘民意民意’’促促

‘‘整治整治’’的路子的路子，，为加快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坚强有力为加快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坚强有力

的支撑的支撑。”。”周建伟告诉记者周建伟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方岩镇还设立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方岩镇还设立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周三夜例会制度周三夜例会制度，，全体班子全体班子、、小城镇整治办工作人员小城镇整治办工作人员、、整治整治

区块网格区块网格、、专项组成员和整治村书记专项组成员和整治村书记、、主任齐参加主任齐参加。。会上会上，，

各组汇报一周项目工作计划各组汇报一周项目工作计划、、下周目标下周目标，，交流工作重点难交流工作重点难

点点，，通过例会制度通过例会制度，，推进方岩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各项推进方岩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各项

工作齐头并进工作齐头并进。。

猛药方能去沉疴猛药方能去沉疴，，顽疾止于坚决的整治顽疾止于坚决的整治、、止于较真碰止于较真碰

硬硬。。

方岩镇还整出了基层治理新模式方岩镇还整出了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了镇形成了镇、、村村、、村村

民三级网格管理新格局民三级网格管理新格局，，全面推进全域整治工作全面推进全域整治工作，，深入推深入推

进天际线整治进天际线整治、、乱搭乱建乱搭乱建、、违章违章、、雨篷雨篷、、蓝皮钢棚拆除蓝皮钢棚拆除，，开开

展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整治展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整治，，做好各自区块的农户通知做好各自区块的农户通知、、发发

动及政策处理工作动及政策处理工作。。该镇建立健全四个平台综合指挥该镇建立健全四个平台综合指挥

室室，，共划分共划分 2424 个网格个网格，，配备有配备有 2424 个专职网格员个专职网格员，，上级部门上级部门

共派驻人员共派驻人员 1515 人人，，今年今年 11--88 月份月份，，四个平台录入处理件四个平台录入处理件

27002700 项项。。

邀请市邀请市““两代表一委员两代表一委员””视察整治工作视察整治工作，，在方岩镇各个在方岩镇各个

角落走访调研角落走访调研，，不拍风景不拍风景，，只拍问题只拍问题，，推动各类问题整改推动各类问题整改

260260 多个多个。。同时同时，，开展开展““党员先锋我先行党员先锋我先行”“”“青年助力献青青年助力献青

春春”“”“垃圾分类齐参与垃圾分类齐参与””等志愿活动等志愿活动 8080 余次余次，，参与人数达参与人数达

90009000 余人次余人次。。定期开展小城镇新闻媒体定期开展小城镇新闻媒体、、商家电子显示商家电子显示

屏屏、、宣传车宣传车、、宣传喇叭等媒介宣传活动宣传喇叭等媒介宣传活动，，营造全民参与营造全民参与、、全全

域整治的浓厚氛围域整治的浓厚氛围。。

规划引领 整治有方“数”说方岩蝶变展新颜

““现在环境好了现在环境好了，，在这里做生意在这里做生意，，感觉档次都提升了不感觉档次都提升了不

少少。”。”在方岩安置区经营一家副食店的新方岩人王先生笑在方岩安置区经营一家副食店的新方岩人王先生笑

着说道着说道。。

聚焦改善集镇环境聚焦改善集镇环境，，着眼突破发展瓶颈着眼突破发展瓶颈，，方岩镇对照方岩镇对照

““宜居宜居、、宜业宜业、、宜游宜游、、宜商宜商””的目标的目标，，高标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制定制定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方案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方案，，内容涵盖了镇容风貌内容涵盖了镇容风貌、、历历

史传承史传承、、环境卫生环境卫生、、城镇秩序等城镇秩序等。。

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开展以来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开展以来，，该镇成立了以党委该镇成立了以党委

书记任组长书记任组长，，相关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班子成员任副组长，，职能科室负责人为职能科室负责人为

成员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领导小组成员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下设治理下设治理““道道

乱占乱占”、”、治理治理““车乱开车乱开”、”、治理治理““线乱拉线乱拉”、”、治理治理““低散乱和六小低散乱和六小

行业行业””等等88个专项工作组个专项工作组，，责任到人责任到人、、挂图作战挂图作战。。

目前目前，，相关项目均已全部完工相关项目均已全部完工，，其中街道两侧建筑立其中街道两侧建筑立

面改造面改造、、清洗面积达清洗面积达 88..55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完成完成 126126 个空调外机个空调外机、、

182182 个出墙防盗窗个出墙防盗窗、、11 万多平方米店招万多平方米店招、、65006500 余处乱披乱余处乱披乱

挂挂、、268268个水塔拆除等整治个水塔拆除等整治；；拆除违章建房拆除违章建房、、老旧危房老旧危房、、蓝色蓝色

屋棚屋棚11..55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因地制宜改造闲散用地因地制宜改造闲散用地，，新增绿化面积新增绿化面积

11..55万平方米万平方米、、街角小品街角小品4242处处，，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此外此外，，完成主要街道强弱电完成主要街道强弱电““上改下上改下””88..99 公里公里，，整治整治

背街小巷强弱电背街小巷强弱电 99..88 公里公里；；拔除各类废线杆拔除各类废线杆 4040 多根多根，，拓宽拓宽

路面路面 33 米米，，预埋燃气管线预埋燃气管线 66..33 公里公里。。还对还对 77 个涉及整治村个涉及整治村

的赤膊墙进行彻底整治的赤膊墙进行彻底整治，，共消除赤膊墙共消除赤膊墙 270270 多处多处、、55 万多万多

平方米平方米；；整治非法燃油助力车整治非法燃油助力车 237237 辆辆，，处置处置““僵尸车僵尸车””8585 辆辆

等等。。

除了环境卫生外除了环境卫生外，，针对小城镇各种针对小城镇各种““乱乱””病病，，方岩镇还方岩镇还

想出了不少想出了不少““金点子金点子”。”。

针对针对““车乱开车乱开、、道乱占道乱占、、摊乱摆摊乱摆””等情况等情况，，该镇建立了该镇建立了

专职交通管理员专职交通管理员、、街路长街路长、、两站两员两站两员 33 支巡查队伍支巡查队伍，，累计累计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362362 次次，，开具罚单开具罚单 222222 张张，，发放提示单发放提示单

867867 份份；；针对针对““道乱占道乱占”“”“摊乱摆摊乱摆””等情况等情况，，引入智慧城管监引入智慧城管监

控管理系统控管理系统，，实现线上视频管控实现线上视频管控，，线下常态化巡查相结线下常态化巡查相结

合合，，先后开展联合行动先后开展联合行动 100100 余次余次，，清理乱堆乱放清理乱堆乱放 11 万多处万多处，，

劝退不规范流动摊贩劝退不规范流动摊贩 30003000 余次余次，，规范出店经营规范出店经营 576576 户户，，

整治餐饮店整治餐饮店 8282 家家，，管理流动摊贩管理流动摊贩 5656 家家；；针对针对““房乱建房乱建””情情

况况，，共拆违共拆违 1414..55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一批涉水违建一批涉水违建、、占道违建占道违建、、乱搭乱搭

乱建乱建、、危旧房得到了彻底拆除危旧房得到了彻底拆除，，成功创建金华市成功创建金华市““无违建无违建””

乡镇乡镇。。

““时间是小城镇华丽蜕变的见证者时间是小城镇华丽蜕变的见证者，，数字就能说明一数字就能说明一

切切。。一处处一处处‘‘脏乱差脏乱差’’变成变成‘‘风景画风景画’，’，一幅幅一幅幅‘‘作战图作战图’’成为成为

‘‘实景图实景图’，’，一张一张‘‘看得见山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愁’’的方岩的方岩

小城镇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小城镇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昔日小镇已实现美丽蝶变昔日小镇已实现美丽蝶变。”。”方方

岩镇镇长周建伟说岩镇镇长周建伟说。。

党群合力党群合力 全镇动员全镇动员 真抓实干讲好真抓实干讲好““小镇故事小镇故事””

方岩风景区是永康的金字招牌方岩风景区是永康的金字招牌，，是永康发展的旅游是永康发展的旅游

龙头龙头。。自自 20162016 年底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来年底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来，，该镇该镇

以抓好方岩安置区的各项基础设施为重点以抓好方岩安置区的各项基础设施为重点，，大跨步建设大跨步建设

美丽方岩新城镇美丽方岩新城镇。。

一座小城镇的气质一座小城镇的气质，，往往深蓄在文化基因中往往深蓄在文化基因中，，并借并借

由总体风貌由总体风貌、、街道肌理街道肌理、、历史建筑历史建筑、、文化景观等散发出文化景观等散发出

来来，，凝结出独有的风情凝结出独有的风情。。方岩作为文化古镇方岩作为文化古镇，，它不仅是它不仅是

““为官一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一方””的胡公文化源头的胡公文化源头，，是陈亮是陈亮、、朱熹讲朱熹讲

学之地学之地，，亦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亦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至今仍完至今仍完

好地保存着诸多抗战时期的古迹及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好地保存着诸多抗战时期的古迹及抗战阵亡将士纪念

碑等碑等。。因此方岩整合胡公文化因此方岩整合胡公文化、、陈亮文化陈亮文化、、庙会文化庙会文化、、抗抗

战文化战文化，，并结合独特的丹霞美景并结合独特的丹霞美景，，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整治，，整出了方岩文化新特色整出了方岩文化新特色，，使这些特色文化得到了使这些特色文化得到了

进一步挖掘和颂扬进一步挖掘和颂扬。。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方岩庙会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方岩庙会，，

是每年方岩镇的是每年方岩镇的““重头戏重头戏””之一之一，，也是最让人期待的民间也是最让人期待的民间

盛事盛事，，具有历史悠久具有历史悠久、、参与者众参与者众、、内容丰富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持续时间长、、

声势浩大声势浩大、、影响面广等特点影响面广等特点，，堪称浙中之最堪称浙中之最。。今年的今年的““方方

岩庙会岩庙会””初定于初定于 1010 月月 99 日至日至 1010 月月 1313 日举行日举行，，届时让我们届时让我们

一起上方岩参与盛会一起上方岩参与盛会，，同时一起感受经小城镇环境综合同时一起感受经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后带来的方岩整治后带来的方岩““新面貌新面貌”。”。

沿着最美双舟线和钱王古道沿着最美双舟线和钱王古道，，方岩镇的旅游资源被方岩镇的旅游资源被

串联了起来串联了起来。。以方岩风景名胜区丹霞绝壁以方岩风景名胜区丹霞绝壁、、胡公朝拜和胡公朝拜和

传统五金制作工艺等自然人文景观传统五金制作工艺等自然人文景观，，构建产城一体构建产城一体，，城景城景

联动联动，，以泛旅游产业模式以泛旅游产业模式，，通过各类资源整合通过各类资源整合、、空间布局空间布局

和产业引导和产业引导，，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使风景旅游产业和景使风景旅游产业和景

区周边乃至外围城镇的配套服务产业彼此关联区周边乃至外围城镇的配套服务产业彼此关联，，形成产形成产

业链业链，，构建产业集群构建产业集群，，实现产业联动实现产业联动，，以全域旅游产业带以全域旅游产业带

动景区与城镇的同步发展动景区与城镇的同步发展。。

栽好梧桐树栽好梧桐树，，诚引凤凰来诚引凤凰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正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正

是方岩蝶变花开的是方岩蝶变花开的““引擎引擎”。”。44月月，，方岩风景区与银泰文旅方岩风景区与银泰文旅

集团牵手合作开发集团牵手合作开发，，一期投资额不少于一期投资额不少于1515个亿个亿，，力争三年力争三年

内达到国家级内达到国家级 55AA 景区标准景区标准，，打造年均游客量超过打造年均游客量超过 300300 万万

人次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人次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目前目前，，双方注册金额为双方注册金额为 11..22 亿亿

元的合资公司已经成立元的合资公司已经成立，，年内投资额达年内投资额达 60006000 多万元的多万元的 55

个项目已启动实施个项目已启动实施，，方岩风景区在方岩风景区在 77 月月 11 日由合资公司正日由合资公司正

式接管运营式接管运营，，景区发展将驶入快车道景区发展将驶入快车道。。

根据规划根据规划，，方岩镇将与银泰文旅集团进一步深化合方岩镇将与银泰文旅集团进一步深化合

作作，，抓住合作大开发契机抓住合作大开发契机，，倾力打造方岩安置区的商业步倾力打造方岩安置区的商业步

行街行街、、酒店酒店、、餐饮餐饮、、购物等旅游配套产业购物等旅游配套产业，，做大做强做活做做大做强做活做

精方岩旅游产业的精方岩旅游产业的““蛋糕蛋糕”，”，努力达到集聚高端要素的要努力达到集聚高端要素的要

求求，，加快完成方岩旅游名镇的打造加快完成方岩旅游名镇的打造，，拓长做精旅游产业链拓长做精旅游产业链

条条，，进而带动小镇社会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小镇社会经济发展，，群众增收群众增收。。

““大美方岩大美方岩””其势已成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其时已至，，其景可待其景可待。。

““通过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验收通过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验收，，只是方岩建设美只是方岩建设美

丽乡村迈出的一小步丽乡村迈出的一小步。”。”吕建说吕建说，，接下来接下来，，方岩镇将进一步方岩镇将进一步

做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后续工作做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后续工作，，以以““建设新时代美建设新时代美

丽城镇丽城镇””为目标为目标，，按照全域秀美按照全域秀美、、生态富美生态富美、、景致精美景致精美、、心心

灵之美灵之美、、合作共美合作共美、、康庄健美康庄健美““六美六美””要求要求，，打造小城镇的打造小城镇的

方岩样板方岩样板，，书写更精彩的书写更精彩的““方岩故事方岩故事”。”。

聚焦民生聚焦民生 健全体系健全体系 共治共享注重长效机制共治共享注重长效机制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改善城镇环境的稳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改善城镇环境的稳固‘‘起跳起跳

板板’，’，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催化剂催化剂’，’，更是一场更是一场‘‘谋谋

定而后动定而后动’’的民生硬仗的民生硬仗，，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幸福感。”。”方岩镇党委书记吕建这样说道方岩镇党委书记吕建这样说道。。

针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治后反弹的现象针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治后反弹的现象，，该如何该如何

预防预防？？方岩镇给出了答案方岩镇给出了答案：：坚持长效治理坚持长效治理，，促使村民习惯促使村民习惯

养成养成。。于是于是，，广大村民就充当起了落实该项工作的广大村民就充当起了落实该项工作的““主力主力

军军”。”。

方岩镇始终将方岩镇始终将““凝聚民心凝聚民心、、汇集民智汇集民智、、聚合民力聚合民力””贯贯

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过程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过程，，不仅建立和完善了市政不仅建立和完善了市政

设施长效管理机制设施长效管理机制、、园林养护长效管理机制园林养护长效管理机制、、环境卫生环境卫生

长效管理机制长效管理机制、、线乱拉治理长效管理机制线乱拉治理长效管理机制、、商户店招广商户店招广

告审批管理机制告审批管理机制、、农民个人建房审批和农民个人建房审批和““四到场四到场””制度制度、、

门前三包道路开挖等各项管理长效机制门前三包道路开挖等各项管理长效机制，，还全面抓好河还全面抓好河

长制长制、、塘长制塘长制、、街街（（路路））长制巡查长制巡查，，切实将整治责任落实到切实将整治责任落实到

每个人头上每个人头上，，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到位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到位。。新建的新建的

44 个交通视频监控抓拍系统个交通视频监控抓拍系统，，有效地改善了方岩城镇秩有效地改善了方岩城镇秩

序序，，真正形成了全民重视真正形成了全民重视、、全民参与全民参与、、全民支持的浓厚整全民支持的浓厚整

治氛围治氛围，，巩固了前期整治成果巩固了前期整治成果，，也为长期保持长效运行也为长期保持长效运行

打好基础打好基础。。

一项项带有方岩特色的长效机制已经形成一项项带有方岩特色的长效机制已经形成，，不仅让不仅让

方岩多了一抹风情方岩多了一抹风情，，也催生了方岩人的自信也催生了方岩人的自信。。

虽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已经通过验收虽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已经通过验收，，但方岩镇但方岩镇

并没有松懈并没有松懈。。近日近日，，该镇召开三季度党建例会暨美丽乡该镇召开三季度党建例会暨美丽乡

村工作推进会村工作推进会。。会前会前，，集中参观了方岩安置区和派溪村集中参观了方岩安置区和派溪村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学习如何因地制宜发挥党建学习如何因地制宜发挥党建

作用引领美丽乡村建设作用引领美丽乡村建设。。会上会上，，各村干部围绕基层党建各村干部围绕基层党建、、

环境卫生等问题环境卫生等问题，，自我反思工作不足之处自我反思工作不足之处，，提出要立即整提出要立即整

改改，，全面检查全面检查，，以实际行动推动工作落实和面貌改观以实际行动推动工作落实和面貌改观。。

不仅从自我身上找问题不仅从自我身上找问题，，还要从他人身上学经验还要从他人身上学经验。。

方岩镇以金华市曹宅镇为学习对象方岩镇以金华市曹宅镇为学习对象、、追赶目标追赶目标，，深入学习深入学习

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党建群建和综治工作的成功经党建群建和综治工作的成功经

验验，，加强联系与沟通加强联系与沟通，，更好推进方岩建设更好推进方岩建设，，誓要从誓要从““合格合格

生生””晋级晋级““优秀生优秀生”。”。

““只有进一步提高干事自觉性只有进一步提高干事自觉性，，才能担起乡村振兴的才能担起乡村振兴的

时代使命时代使命。”。”吕建说吕建说，，抓住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抓住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要进一步要进一步

凝聚多方共识凝聚多方共识，，切实增进创业争先的浓厚氛围切实增进创业争先的浓厚氛围，，通过强化通过强化

宣传引领宣传引领、、政策措施政策措施、、纪律保障纪律保障，，树立良好社会风尚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精确精确

借势推动工作借势推动工作，，规范规矩干事创业规范规矩干事创业。。

城乡结合部的升级城乡结合部的升级，，且带点儿现代化城市气息且带点儿现代化城市气息，，这是这是

方岩人看在眼里的神奇变化方岩人看在眼里的神奇变化。。

如今如今，，不论是方岩本地人不论是方岩本地人，，还是新方岩人还是新方岩人，，比一比自比一比自

己家园的今昔模样己家园的今昔模样，，夸一夸新家园的靓丽夸一夸新家园的靓丽，，已成了他们的已成了他们的

““美差事美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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